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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马天宇

以钢铁之躯铸造和平防线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研究室专版

中文系师生必看的
文学传承电影：
《掬水月在手》

■文 /赵 军

■文/徐立虹

《四个春天》：用爱雕刻时光

（一）

恭喜陈传兴导演的《掬水月在手》

即将上映。这是一部所有中文系师生

都应该浸淫的文学传承电影。而何止

中文系师生，它是所有热爱中国文学尤

其是古典诗词的人们都值得学习的一

部佳作。

掬水是掬中国古典文学之水，而捧

月之月是中国精神灵魂之月。故此，我

希望所有中国人，勿论少老，皆可以欣

赏之，浸淫之，陶冶国风的审美，而养育

当代之襟怀。

中国文化与文明是细腻而悠长的，

这本身已经说明了这个悠久的文化与

文明与生俱来的魅力。

《掬水月在手》的主人公叶嘉莹先

生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她在南开大学

的文学讲坛上播撒、耕耘凡四十年，而

她的文学素养依旧鲜活，她的古诗词讲

解更形老到。

她以学贯中西的思维穿透中国汉

赋唐诗宋词的生命光辉。在这部人物

纪录电影当中，她的故事和学识被娓娓

道来，本身就像一轮明月，观者也仿似

沐浴千山月照，沉浸灵水濯缨，而这样

一番陶醉不可多得。

（二）

有一种认知世界的方法叫作东方

思维。在一个几乎全球西化的时代，它

反而表现得无比深沉浩荡。很多时候

我们所思所看也许都不深刻，哪怕满目

是服饰和建筑，哪怕也歌诵明月清风、

大河奔流，汤汤乎三国演义，耿耿曰孔

孟丹青，但是，真正浸透在华夏五千年

骨髓当中的灵性，我们日用而不知。

《掬水月在手》不是金戈铁马气象，

也非雕梁画栋堂皇，但是我们会由衷敬

服——这里的文明底蕴如此如血如肤，

是真正的又一番深夜梦回。

中国的思维总是一种意识和潜意

识的交融，这是西方的文化被逻辑改造

之后所难以认知的。

逻辑的逻辑是两点之间直线距离

最短，但在一个整体的思维结构里，两

点之间网络距离最短。这就是我们现

在熟知的互联网思维。

在我们的祖先文化中，它称之为

“象”。中国文化今天与当代互联网计

算机的逻辑与方法论有着真正的重叠，

西方世界至今始料不及。因为如此，我

们会看到整个世界。

计算机互联网的应用市场以中国

为最大，以中国人为先知。

只有今天，我们深切领会了自己的

文明文化和思维，只有在世界辽阔的表

象、意象、象符里展开认知的游弋、意识

的腾飞——我们才可能明白中国乃至

东方的骄傲——未来的世界属于我们。

（三）

《掬水月在手》的叙述一是“慢”，二

是“美”，三是“迂回”。在一慢二美三迂

回里，中国文化整个系统是以一个“象”

的形式呈现给我们的。

这是学习叶嘉莹先生治学之路的

一次长廊漫步——慢船而上下求索；这

也是学习中国古诗词的艺术体验之路

——迂回而浪漫跌宕；这更是感悟东方

思维的象意之美——在整体把握中叩

问心灵的美的历程。

影片的价值在于从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掬水月在手》采用的表现手法一

如叶嘉莹先生的讲学方式——“慢”。

先生们演绎中国古典文学如叶嘉

莹先生般循序渐进者不多。多数老师

为着提高学生的兴趣，通常采用的是大

信息量而风趣有致的方式。他们采用

高亢的语调、快捷的语速、振聋发聩的

肢体语言等等。

这种教学方式着重生动鲜活，一日

千里，庶几轻舟已过万重山。

但是叶先生用的恰恰相反。她是

“声声慢”，慢到如同一轴人生与历史的

长卷，而将自己对于古典诗词的毕生追

随娓娓道来。你需要的是沉下心来，和

叶嘉莹先生一同漫步而信步。

一辈子，一件事，这就是一个纯粹的

灵魂。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风云滔滔

不也是一件事吗？当下世事翻卷，时代

匆匆，我们正不妨在叶先生的声声慢里，

回首古典的长河，濡净胸襟，滋养心灵，

反其道而行之，所谓反者道之动，这才是

文情并茂，情深而意重的精神濡染。

《掬水月在手》读的是诗词，是历

史，是感情，是民族。

（四）

其次，影片的艺术手法不是通常在

纪录片中惯常看到的展览馆、博物馆式

的PPT解说，它充分展露了中国古典认

知的方法论，那就是重在呈现叶先生与

古诗词生命相融的意象。

叶先生的诗词讲座是条分缕析，中

西融贯的。但是影片并没有给我们“讲

课”——是的，全片带出给我的感悟首

先是它的“象”，印象、意象、美美在象。

这是一门电影学的光、影、诗、史、

情的整体性刻画，也是纪录片在人物介

绍当中的独一无二的创造。也许懂得

中华古诗词的人从中看到的是细腻，一

般人从中感受得到是美学，做学问的则

认知了其中的奥妙与意蕴，搞艺术的则

从中肆意沉醉而辗转沉思。

应该记住导演陈传兴，这位寓居宝

岛的中国文化传人，他连篇累牍于中国

当代诗词创作成就的关注、跟踪、传播，

在《掬水月在手》中，我以为达到了新的

高峰。

这部影片实在是由“象”而至于

“学”，由“学”而进入“知”。影片就是这

样不住地从人物的漫长生平、学问根

源，甚至家事，融入学问见解、诗词审

美，又平朴而沧桑的环境，继而展现先

生诲人不倦的音容、坦荡无私的风骨，

尤其是传承传统的心志……

我似乎都不见段落，不闻讲坛，也

不需强记，但已经与影片犹如相濡以沫

一般。这样的人物传记片，近些年不说

绝迹也已是罕见于银幕了。

（五）

第三，叶先生是一位学者，影片的

确很严肃地认证了作为学者的叶先生

在潜心学术的道路上的水准与人格。

更为令我感慨的是，由此影片诠释

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全部内在含

义。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没有如外间

所说已经没有大师，叶先生就是当今的

大师。

而且当今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也

有着较之过去更宽阔的学养视野，更扎

实的学问功夫，更厚重的人文关怀。

与很多中文系的老师不一样的是，

叶嘉莹先生的西学功底尤深，她对三千

年中国古诗词很多与众不同的见地，都

深研于西方的心理学、逻辑学、文艺批

评理论和哲学、美学之中，读其书就是

读奇书，因为它自由地在中西文明两岸

之间摆渡，没有鸿沟。

而不论是以中国古今文论作根据，

还是顺手引出西方分析学、方法论，你

都没有感觉半点牵强附会、生涩干枯。

每一处演绎都是甘泉汨汨，每一段解释

都如行云流水，这就是学者，这就是传

统知识分子的能耐，是其学风所在，也

是其生命精华的溢出。

（六）

叶先生的自我定位是“传承”，这个

定位本身就是她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全

部认知的心得所在，也是她学养的风华

自诩。没有这种学术修养和历练，哪怕

已经是学者也不可能如此自信。

知识分子的承传功底自然是第一

的，而我们更看到在一个天翻地覆的大

时代，叶先生最可贵的是她的独立人

格。一如古人所说是“高尚其事”，是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是“天行健，君

子以自强不息”。

传统知识分子具有两大品格，第一

便是这种高尚人格，第二就是掌握深切

的学术方法，而且一以贯之，弥坚弥

深。《掬水月在手》综合而论，正是人格

论与方法论的水乳交融。看影片而获

益于是，果然无憾。

9 月 18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发表《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

动 30 年》白皮书，白皮书第 39 页，记

录了 16 位牺牲英雄的名字，这 16 名

中国军人，为了人类和平事业，献出

了宝贵生命。

就在当天，海外维和战地纪实

电影《蓝色防线》上映，影片把我们

的视线拉入到了战火纷飞的南苏丹

—— 这 个 位 于 东 非 内 陆 、人 口 约

1200 万的国家，700 位来自杨根思部

队的官兵，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世界

上最年轻也最危险的国家南苏丹，

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看完影

片，那一抹抹蓝色，也深深的印入了

我们的脑海，也明白了为什么维和

部队头盔的蓝色是和平的象征。

中国本土无战事，中国军人有

牺牲。很多人只在新闻里偶尔听说

过南苏丹，对其国内情况大都一无

所知，《蓝色防线》给我们展示了大

量真实的场景：战乱后的残垣断壁、

表情木然的行人、混杂拥挤的难民

营、泥泞如沼泽的马路，而我们的蓝

盔战士们，从和平环境之中出发，一

下去面对这样真实的贫穷、战争和

死亡时，信念的力量让他们不惜用

献血和生命维护世界的爱与和平。

作为纪实电影，《蓝色防线》没

有营造煽情的画面，没有苍白无力

的口号，每一个镜头，都真实展示了

中国军人的家国情怀，充分展示了

中国的大国担当。就像一位维和战

士在自己的日记里写的那样：“如果

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到

那么危险的地方去维和，请告诉他，

因 为 我 们 要 维 护 人 类 文 明 的 底

线”。这一条条“蓝色防线”，成为了

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一张张名片，是

中国国力与大国担当的体现。

影片中，维和战士们站在位置

较高的哨位上，可以清楚的看到难

民营民众的日常生活：连绵不断的

白色帐篷、嬉闹奔跑的小朋友、早起

洗漱的男人、晾晒衣物的妇女，尽管

这些画面的背景贫瘠而混乱，但在

一个时不时响起枪声的国家，这样

的日子已经非常可贵。而之所以有

这样的“祥和”，正是因为有中国军

人用蓝色为他们圈出了一方安宁之

地，用蓝色为他们抵挡住了一次又

一次的武装袭击。

当枪炮的痕迹划过夜空的时

候，当战火忽然燃烧到难民营门口

的时候，尽管有武装人员扬言要动

用武力进攻联合国营地，我们大部

人的潜意识里仍然是：他们再疯狂

也不敢当着联合国维和部队的面开

火吧？但是，平静到有些不自然的

画面忽然开始颠簸抖动，战争带来

的真实残酷场面随之而来，在病房

痛哭的战士们，在楼底下捂着脸痛

哭失声的连长，这样悲痛的画面影

片没有加入一丝丝的情绪渲染，只

是真实的呈现了这一切，中国军人

同生共死的真挚兄弟情，以及为国

出征的热血豪迈，始终让我们忍不

住热泪盈眶。

在一般人看来，作为担负着联

合国和平使命的维和部队，似乎各

方面都会给些面子，但事实却是，维

和部队的伤亡是很大的，自联合国

1948 年参与维和事务以来，大约有

4000 多人牺牲。事实上，维和部队

进入的都是全球最不安全的地区，

在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 30

年来，有 16 名战士牺牲，其中就有 4

名牺牲在南苏丹。

影片中一个战士说，战争面前，

人命如蚂蚁。看过战乱，所以更珍

惜和平。面对当地愈演愈烈的武装

冲突，中国维和战士们即便是面临

生死考验，依旧不忘坚守职责，成为

当地民众心中最坚强最可靠的和平

守护者：只要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的

撤退命令，没有一个人说离开这个

地方。《蓝色防线》将这一幕幕震撼

催泪时刻真实记录了下来，让中国

军人的奉献和牺牲能够被更多人所

铭记，迅速引发了一轮轮的观影热

潮，口碑不断破圈，引发了观影大众

强烈的情感共鸣。

很多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都

说，很显然，这是一部没有专业演

员、没有预设剧本的纪录片，但是它

真的好看、催泪。

来自杨根思部队的王震是赴南

苏丹维和亲历者，他表示：“这部电

影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真实，没有

艺术夸张，展现的就是我们维和战

士实实在在的生活，展现的就是我

们中国军人原原本本的面貌。”导演

周德新表示，主创团队的定位就是

“我们是这部片子的记录员”，所以

“真实”是这部电影的最大特色，影

片联合导演、剪辑指导刘欣拿到了

约 500 个小时的素材，这 500 个小时

包 括 350 个 小 时 的 前 线 素 材 以 及

150 个小时的专题片补充资料。其

中 350 个小时的前线素材大部分是

战士们贴身拍摄，其中不少枪战的

画面是冒着生命危险拍来的。之

后，刘欣又带领团队采访了十余位

已经归国的第二批赴南苏丹维和步

兵营的中国官兵，拍摄了 100 个小

时的采访素材，还搜集了 20 个小时

的新闻素材。最终，这 600 多个小

时通过剪辑，重新组织叙事，构建成

这部长约 90 分钟的纪实电影。

2020 年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

维和行动 30 周年，正如我们文章开

头《白皮书》中所说的那样，中国军

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源于中国

人民的天下情怀。中国人民历来有

“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梦想，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胸襟，有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的抱负，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

也希望其他国家人民过得好。中国

军队走出国门，播撒的是希望，带去

的是和平。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在

国际事务中参与得越广泛，所发挥

的影响也就越大。联合国评价中

国，是“维和行动的关键因素和关键

力量”。《蓝色防线》浓缩再现了 30

年来中国维和军人在海外坚定不移

维护世界和平的故事，并凭借朴素

真诚的情感力量，感染了广大观众，

让更多人为中国军人而自豪骄傲，

为英雄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而泪

目，也让大国担当的爱国情怀更加

深植人心。

（作者单位：八一电影制片厂）

导演处女作、4 年的拍摄时间、

250 多小时的影片素材、1 年零 8 个

月的后期剪辑……使得这部纪录片

呈现出完全不同于其他院线影片的

独特气质，然而如果你热爱生活、相

信真情，就会发现任何对这部纪录

片的溢美之词都实至名归。

对生活的真诚凝视：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诗意”

《四个春天》无疑是一部用真诚

的眼睛去凝视故乡的人和风景的影

片，正是由于这样的创作理念，才使

得影片可以透过深情质朴的镜头捕

捉到个体生命的生动气韵和自然风

物的美好变幻。

首先是切近平视的拍摄视角和

客观的人间观察。由于是拍摄自己

的父母和熟悉的故乡，《四个春天》

获得了纪录片创作中最难能可贵的

拍摄视角，儿子目光的深情凝视使

得观众可以最近距离地走近两位老

人的日常生活和心灵世界。而拍摄

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亲密关系也使

得导演陆庆屹的父母在镜头前毫无

压力，自由本真地呈现原初的生活

状态。

深情切近的拍摄姿态使得影片

成功捕捉到了一家人四年间在小镇

生活中的无数美好细节和暖心时

刻。摄影机镜头自由欢快地游走在

这个充满爱的小院里，两位老人相

濡以沫的幸福生活和故乡小镇的和

谐温情被真诚的创作者如实地记录

在这份家庭影像上。

更难能可贵的是，导演并没有

因为是拍摄熟悉的家人和生活就过

多地介入自己的个人感受。相反，

导演选择了冷静节制的影像处理方

式，通过如实还原生活中的自然片

段给观者留下由自己经验去填补的

感受空间。因此，在《四个春天》里

很少看到人物的特写镜头和刻意的

情感渲染，即使在后半段姐姐去世

的悲伤段落，导演也依然选择使用

中近景镜头去记录一家人生离死别

的痛心时刻。

二是深情质朴镜头下的坚韧生

命力量。导演陆庆屹对父母最崇敬

的地方就是两位老人对待生活的乐

观态度。那种面对各种生活困境却

依然“强韧，又柔软的精神力量”在

《四个春天》中最显著的体现便是一

家人贯穿全片的歌声，大家时常会

在饭桌旁、山间小路上随时哼唱起

欢乐的山歌，擅长各种乐器的父亲

更是常与母亲在庭院里开心地合

奏。

音乐的力量不仅带给父母一个

个明媚的春天也支撑一家人最终走

过了姐姐患病、离世的艰难时光，两

位老人并没有被生活的苦难所击

垮，春天燕子归来时我们再次在父

亲的脸上看到了久违的笑容。天台

上的花次第盛开，一家人重新恢复

了往日的生机，歌声又开始出现在

这个可爱的院落里。“坚韧而温柔的

人，会对生活怀有感恩之心。”在陆

庆屹深情质朴的镜头下，父母丰裕

的生命力量被一点一滴地汇聚起

来，最终形成了整部影片宝贵的精

神气质。

三 是 时 间 、空 间 作 为 重 要 角

色。 除了生动可爱的人物形象，在

《四个春天》中另一类重要的角色便

是时间和空间。片名“四个春天”就

简明地点出了影片所记录的时间切

片，全片的整体叙事结构按照时间

顺序讲述在这四个不同春日光景中

发生的故事。大地回春、柳树新枝、

刺梨发芽、燕子归来、万物生长等季

节轮回中的风物变幻成为了影片的

重点呈现对象，在这四年间的时光

流变中出现了众多反复重复的日常

场景，人与时间的关系及对自然变

化的依恋便无声地通过镜头语言表

达出来。

《四个春天》还使用了中国古典

美学传统中的“观物取象”和“赋比

兴”手法来进行主题表达和电影剪

辑，如姐姐在影片中的第一次出场

以及孩子们过年归家的场景便与春

日燕子归巢的镜头剪辑在一起。几

次“燕子归巢”与“游子返乡”不仅是

串联起故乡“四个春天”的重要时间

符号，也是形象表述和有效承载子

女与父母之间亲密关系的情感元

素。

此外，位于黔南地区的故乡小

镇独山也是作者镜头的深情凝视对

象。在《四个春天》中，家中小院的

天井、故乡的野山和平静的水塘等

场景多次作为人物活动的重要空间

出现在影片中，美丽家乡的自然风

光不仅倾注着导演对这片土地和风

景的情感，更是感染观众、唤起人们

对故乡思念的重要因素。

现代性语境下的心灵救赎

《四个春天》对父母生活和故乡

风物的本真呈现让观众暂时忘却了

现代都市里的喧嚣生活，获得了一

种人与世界和谐统一的难得生命体

验。

在这个世界里，父亲、母亲过着

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并乐在其中，

劳动不再是现代社会使人异化的生

存手段，而是重新成为了目的和自

由、幸福的显现。燕子是“四个春

天”接连到访故乡小镇的使者，使用

机械钟表和数字计量时间和季节的

现代方式被影片摒弃，让生命回归

到了久违的自然节奏和律动之中。

因此影片之所以能够在当下的

社会文化语境中唤起人们强烈的情

感共情的主要原因无疑在于成功用

记录影像的方式暂时缓解了现代性

语境下人类的心灵危机。

此外，不同于其他类型影片被

人为建构和操控的虚构影像，记录

影像复制现实的独特能力也被格里

尔逊、安德烈·巴赞、克拉考尔等众

多电影理论家视为“对现代性中人

类状况的一种深刻救赎”。通过复

归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所言的

“辛辣，珍贵和具体”的事物直接经

验，纪录片得以通过拍摄具体的“生

活世界”而与被重新编码的拼贴、虚

假的后现代拟像和媒介景观实现了

成功的对抗。

因此，《四个春天》对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以及重返自然规律的乡村

生活的真实记录，对于纯洁本真的

人性、充满爱的人际关系的温暖呈

现，让人们重新看到了一种“完整

性”和“无限的潜能”，而父亲、母亲

对艺术的挚爱更是让异化、分裂的

现代人重新通向自由之境，进入审

美王国，并实现了内在统一。

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极具象征

意味，同时也是蕴含着导演最深切

情感和奠定影片整体基调之处。姐

姐死后，去山上的墓地陪伴女儿成

为了老两口的日常生活，他们在女

儿的坟边种上了土豆、辣椒等作物，

让曾经荒芜哀伤的空旷之地开始出

现了勃勃的绿色生机。在第四个春

天的细雨中父亲、母亲撑着伞望向

远山，再次携手唱起了那首熟悉的

《青年友谊圆舞曲》。

同一个镜头画面中“生”与“死”

两种视觉元素对比强烈地并置其

中，在一个原本象征着死亡的空间

场景中我们却被画面右边两位老人

的身影所深深感染：在时光流逝的

生命残酷中父亲和母亲互相扶持一

路走过，他们维持着自己生命的尊

严，并始终保有向上的力量。

“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

（《周易·系辞上》）的中国传统美学

思想也在《四个春天》娓娓道来的影

像叙事中得到了最终的体现，影片

结尾以一组家庭影像日记的快速蒙

太奇剪辑记述了父母的最新生活，

他们快乐地在天台上吹着蒲公英、

演奏起新的乐器……歌声再次回旋

荡漾在故乡充满希望的春天里，歌

颂着幸福的时光。


